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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概述 

贵州大学网络教学平台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：网络教学平台、资源中心和精品课建设网。

网络教学平台是提供给教师和学生进行网络教学的主要应用环境；资源中心提供了大量的教

学资源供学生和教师参考；精品课建设网则是本校精品课程的申报和展示平台。三个系统均

可通过：http://eol.gzu.edu.cn/ 进行访问，其中网络教学平台和资源中心需要通过电子身份卡

上的账号进行登录后才能使用。 

 

第二章 资源中心的使用 

资源中心现在提供以下教学资源：清华精品课程 37 门、MIT 课程 1084 门、国家精品

课程 1153门。其中清华精品课程是清华大学 2003年以来的国家精品课程，可在本地访问；

MIT课程是美国 MIT英文课程资源，可在本地访问；国家精品课程是 2003年到 2005年国

家级精品课程，可通过网络访问。 

使用流程： 

1．在浏览器中打开 http://eol.gzu.edu.cn/，如图 2-1。 

 
图 2-1 

2．点击“教学资源中心”进入资源网，在资源网右下角用电子身份卡上的用户名和密码

进行登录, 如图 2-2。 

 

图 2-2 

3．浏览各类课程资源：进入资源中心以后界面大体分为三个部分：左边是国家标准的

学科分类，如果你需要按学科分类浏览课程资源，在左边展开学科分类即可；右边分为两部

分：上面是资源类型，目前有清华精品课程、MIT课程和国家精品课程，图 2-3为资源列表。 

http://eol.gzu.edu.cn/
http://eol.gzu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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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3 

左边的学科分类和右上的资源类型是并列的筛选条件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选择了法学学

科，再点击国家精品课程，那么只有国家精品课程中属于法学的课程被列表出来，要列出所

有国家精品课程需要点击“教学资源中心”。 

清华课程和 MIT 课程属于系统中本地服务器资源，列表找到课程后可以直接点击访问

该课程的资源；国家精品课程是网络资源，点击“课程名称”后，首先连接到国家精品课程

网有关该课程的总体介绍。 

 
图 2-4 

图 2-4 显示了该课程的基本情况，其中包含了该课程的网络资源链接，再点击“课程网

络资源”就可以转到相关课程的网站。 

资源中心基本功能区包括：快速查询、高级查询、资源上传、资源审核、统计信息、相

关链接以及在线帮助等。依据不同的访问 ip、用户角色或对用户的不同设置，用户在应用上

述功能时所拥有的权限不同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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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教师拥有的基本功能：快速查询、高级查询、资源上传、统计信息、相关链接以及

在线帮助等。 

快速查询 是资源中心系统提供的一种快速查询资源的方式。用户点选“功能区”中的“快

速查询”菜单项，即可进入该页面，在标题、关键词以及作者查询项中选择一项，并输入查

询关键词，就可以快速、方便地查找到所需资源，如图 2-5所示。 

 

图 2-5 

高级查询 为用户提供了一种精确定位资源的组合查询方式。用户点击功能区的“高级查

询”菜单项，即可进入该页面，如图 2-6所示。 

用户可以采用标题、关键词及作者检索项来查找资源。在高级查询中，用户可以用几个

检索词进行组合查询，即通过与、或、非三种逻辑关系将检索词组合起来查询。 

用户可以通过选择资源类型和适用对象来缩小查询范围。 

 
图 2-6 

例如，组合查询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”的资源，如图 2-6所示，其操作步骤如下： 

（1）在“检索词”文本输入框中的第“1”栏中输入相应的查询关键词，如“马克思”，选择

查询项目是“标题”，再选择“或”条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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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在“检索词”文本输入框中的第“2”栏中输入相应的查询关键词，如“政治”，选择查

询项目是“标题”，“1”和“2”两步表示查找标题中同时含有“马克思”或“政治”的资源； 

（3）“学科”默认选择为全部，不进行学科类型的限制； 

（4）“资源类型”默认选择为全部，不进行资源类型的限制；  

（5）“适用对象”默认选择为全部，不进行适用对象类型的限制。 

 

第三章 网络教学平台的登陆和开课申请 

在浏览器中打开 http://eol.gzu.edu.cn/ ，然后用电子身份卡上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

系统，如图 3-1所示。登录后可以在系统中修改自己的密码。 

注意：资源中心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与网络教学平台是统一的。 

 
图 3-1 

第一次登录系统时，可能在教师首页中“开设课程”栏目没有相应的课程，这时可以通

过“教师首页”当中的“申请开课”来建立课程，如图 3-2，提交后经系统管理员审核才能

建立课程，因此其间需要等待一段时间。 

 

图 3-2 

注意：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应用咨询得到在线帮助。 

http://eol.gzu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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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选课学生的管理 

教师在网络教学系统中开设课程后，可通过两种方式添加学生到你的课程中接受教学，

即批量添加和学生的个人申请。 

批量添加是教务处排课时添加学生的主要途径，只需提供学生的学号 Excel表就可以把

学生批量添加到系统中。 

点击“课程教学”中的“选课学生管理”，即出现图 4-1，在“浏览”中选择包含学号

数据的 Excel文件就可以批量添加学生数据了。 

 
图 4-1 

如果您的课程是公开课，并允许学生在网上选修，可通过“课程教学”中的“选课申请

管理”由教师审批是否同意该学生选修，如图 4-2所示。 

 
图 4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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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课程内容的编写 

教师通过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教学时，若要使用系统中提供的相关功能将教学内容编写后

放至网上，或者上传已有文件作为教学内容，使得学生进入系统后可以查看这些资源，操作

方法如下： 

1．在“教师首页”中点击相应的课程名称进入“课程教学”，如图 5-1所示。 

 
图 5-1 

    2．课程介绍、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、教师信息的编辑和修改方法是一样的，先点击要

编辑的栏目，出现子栏目“编辑课程介绍”之后，点击“编辑课程介绍”，这时右边就会出现可

修改和编辑的相关内容。图 5-2为点击”课程介绍”后出现的内容，注意此时右边的部分是不

能编辑修改的。 

 
图 5-2 

 

 
图 5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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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-3为点击“编辑课程介绍”后右边区域出现的页面，这时的内容是可以编辑修改的。

编辑修改完成后，点击“提交”按钮保存编辑修改内容。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、教师信息的编

辑修改与上述方法类似。 

3．编辑讲义，首先要为其建立一个目录结构：在“课程教学”下的“教学讲义”栏目中点

击“编辑教学讲义”，第一次进入课程时是没有目录的，因此应根据讲义的需要建立目录，如

图 5-4。 

 
图 5-4 

点击“新建目录”，建立自己的课程目录，如图 5-5。 

 
图 5-5 

点击“确定”后就建立了第一章目录，以后与之相关的教学讲义都放入该目录，如图 5-6。 

 
图 5-6 

如果这一章分为很多节，可再建新目录，若章节很少，则不需要建立目录，可直接编写

课程讲义。 

教学讲义的内容及编写方法可分为以下几种： 

A. 在线编写的讲义内容，可通过点击“在线编辑”编写，如图 5-7所示； 



网络教学系统教师简明用户手册 

 8

 
图 5-7 

B. 用 PowerPoint编写的课件，可通过点击“上传文件”提供给学生； 

C. 教师推荐的网络资源，可通过点击“添加 URL”提供给学生； 

D. 从资源中心引入的教学资源，需在课程教学的教学资源中先添加资源后才能引用。 

完成后的第一章讲义如图 5-8所示。 

 
图 5-8 

如果讲义还未准备发布给学生，可点击“发布”使其状态变为“未发布”，这样学生就看不

到该讲义。 

 

第六章 答疑讨论 

鉴于很多学生课后未能及时向教师进行提问与交流，而又紧接着学习其它课程的情况，

系统提供了答疑讨论功能，以便学生能通过网络增进与教师的交流。 

答疑讨论有四种方式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栏目。 

1． 课程论坛 

课程论坛是师生之间进行课后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，每门课程都有自己独立的课程论

坛。论坛按标准的管理方式运行，可以发表新的话题（帖子），也可就某个话题进行回复（参

与讨论），参与的人员可以是该课程的所有教师和学生，如图 6-1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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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学生如果没有学习该课程，是不能进入和浏览该课程论坛的，管理员（通常是主

讲教师）可以开放课程论坛的浏览和发表权限。 

 
图 6-1 

2． 常见问题 

如果不希望问题被公开，可选择“常见问题”中的“个人答疑问题”向教师提问，如图 6-2。 

教师可以把提问较多的问题归纳整理为常见问题发布在常见问题区，建议学生在提问之

前首先查阅常见问题列表，然后再确定是否向教师提问。 

 
图 6-2 

3． 自动答疑 

自动答疑会在常见问题中查找提出的问题，这种自动搜索功能支持部分自然语义，如图

6-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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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-3 

4． 邮件答疑 

网络教学平台为系统注册用户提供了收、发系统内部邮件的功能。以学生身份登录系统

后，点击页面上方导航栏中的“课程教学”，进入课程教学空间。点击左侧栏目“教学邮箱”，

进入教学邮箱页面，其使用方法与其它Web邮箱的使用方法基本相同。     

注意：撰写邮件时，在“收件人”一栏内填写收件人的用户名。 

 

第七章 课程作业 

教师可以通过网络教学系统布置作业给学生，学生通过网络完成作业。教师批阅后成绩

自动记入系统，系统提供统计功能对作业进行评估。因此学生应在教师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，

逾期将不能再提交作业。 

基本流程： 

1． 建立作业模板，如图 7-1。 

 

图 7-1 

日常教学中，有些课程的作业内容基本固定，因此通过作业模板管理，可将与这门课程

相关的作业建立起来，通过“作业管理”布置给学生，可多次布置，也可下学期继续使用，

或经修改后接着使用。 

点击“作业模板管理”后出现现有作业模板列表，如图 7-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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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-2 

点击“添加”可增加新的模板，点击现有作业模板标题可修改现有模板，如图 7-3。 

 

图 7-3 

2．布置作业 

点击“作业管理”，出现现有作业列表，如图 7-4。 

 
图 7-4 

点击“添加”，布置新的作业，如图 7-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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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-5 

在选择作业列表中选择已有的作业模板，然后设定满分分数和截止时间，点击“完成”。 

3．作业批改 

作业布置后需稍加等待，以便学生完成并提交，作业可由教师批阅，也可由助教批阅。 

在作业管理右边的列表中点击“批阅”，将出现已提交学生的列表，如图 7-6。 

 

图 7-6 

再点击“批阅”，将出现该学生作业答案，您可以在答案中进行批阅（直接修改），然后

填写批语和分数，最后点击“提交”完成，如图 7-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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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-7 

 

第八章 试题试卷库 

试题试卷库是教师组织教学和测试的重要手段，网络教学系统把试题和试卷库组织管理

起来，便于教师使用（主要用于在线测试）。内容分为知识点维护、试题库维护和试卷库维

护，如图 8-1。 

 
图 8-1 

知识点维护主要针对教师对本门课程知识点的组织和维护，包含的主要功能有：添加知

识点、修改知识点、删除知识点、移动知识点（位置上移或者下移），如图 8-2。 

 
图 8-2 

试题库维护主要针对各种题型，可以添加新试题，如图 8-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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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8-3 

添加新试题后会出现一个向导式页面，完成每步操作后点击“下一步” ，如图 8-4。 

 

图 8-4 

试卷库维护主要针对已有的Word文件进行维护管理，通过添加新试卷来增加试卷，如

图 8-5。 

 
图 8-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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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第 2页中输入试卷的基本信息之后在该页上传已有的Word试卷和答案，如图 8-6。 

 
图 8-6 

 

第九章 在线测试 

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能会根据需要进行测试，教师发布在线测试题目后，学生可随时进

入系统进行测试，测试有时间限制。 

在线测试为教师提供了在网上组织测试的功能，实现了利用试题试卷库进行组卷、修改

测试、发布测试、在线批阅、公布测试结果以及对测试成绩、试卷质量、试题质量的统计分

析。根据试题来源不同，测试分为“试题类型测试”和“试卷类型测试”两种。 

1．生成测试试卷 

进入课程教学空间，点击左侧栏目“在线测试”，进入在线测试主页面，点击“添加”增加

新测试，如图 9-1。 

 
图 9-1 

在试题来源中注意选择试题库或者试卷库。 

（1）添加试题库测试 

操作步骤： 

第一步：点击“添加”； 

第二步：输入测试名称、测试说明并选择试题来源。其中，测试名称不能为空，试题来

源默认来自试题库。点击“下一步”继续，点击“返回”回到主页面，如图 9-2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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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-2 

第三步：点击“手工抽题”进入抽题页面； 

第四步：利用“查询”，抽取所需要的试题并“提交”。如图 9-3，查询方式分两种： 

查询方式一：题型+知识点+是否仅限于未公开试题； 

查询方式二：关键词+查询范围+是否仅限于未公开试题。 

 
图 9-3 

第五步：修改抽题结果。所抽取的试题会自动根据试题类型归类，用户可以移动试题顺

序、删除不想要的试题或更改试题的分值。更改试题分值后，点击“保存分值”，系统会自动

计算并显示试题数和卷面总分。 

对试卷满意后，点击“完成”结束添加测试过程，并返回到主页面，若不满意，可点击“手

工抽题”继续抽取试题。 

（2）添加试卷类型测试 

操作步骤： 

第一步：点击“添加”； 

第二步：输入测试名称、测试说明并选择试题来源——试卷库。点击“下一步”继续，点

击“返回”回到主页面，如图 9-4； 

 
图 9-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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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：从试卷库中查询试卷，选中后，点击“完成”按钮，结束添加过程，如图 9-5。 

 

图 9-5 

2．发布测试 

当发布状态为“未发布”时，点击进入发布设置页面。（1）发布试题类型测试 

操作步骤： 

第一步：选择要发布的测试，点击“未发布”按钮； 

第二步：设置发布参数：考试用时（系统默认值为 60分钟）；试卷提交的截止时间（不

能为空）；试题顺序是否随机排列（系统默认为是）；是否允许学生查看答题提示（系统默认

为否）。 

（2）发布试卷类型测试 

操作步骤： 

第一步：选择要发布的测试，点击“未发布”按钮； 

第二步：设置发布参数：考试用时（系统默认值为 60分钟）；试卷提交的截止时间（不

能为空）。  

3．在线批阅 

（1）批阅试题类型测试 

操作步骤： 

第一步：选择要批阅的测试，点击“批阅”按钮，进入批阅信息页面； 

第二步：查看已提交的试卷信息，包括已提交答卷份数、已批阅答卷份数、未批阅答卷

数、满分分数、学生总数、测验状态以及已经提交的学生答卷列表。每份学生答卷都注明了

状态：未批阅或者已批阅；对“未批阅”的答卷点击“批阅”，进入批阅页面；对“已批阅”的答

卷，还可以点击“继续批阅”进入继续批阅页面，如图 9-6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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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-6 

第三步：批阅答卷。对于客观题，教师可以直接点击“自动判阅客观题”，让系统自动判

阅，也可以手工判阅；点击“保存批阅结果”，页面刷新，同时更新信息栏中的“实际得分” ，

如图 9-7。 

 
图 9-7 

（2）批阅试卷类型测试 

操作步骤： 

第一步：选择要批阅的测试，点击“批阅”按钮，进入批阅信息页面； 

第二步：查看已经提交的试卷信息，包括已提交答卷份数、已批阅答卷份数、未批阅答

卷数、满分分数、学生总数、测验状态以及已经提交的学生答卷列表。每份学生答卷都以文

件形式存在，需要教师下载后批阅。 

批阅结束后，教师输入学生得分，点击“保存分数”，若教师希望将批阅后的答卷保存到

服务器，可点击“上传批阅结果”完成该操作。 


